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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目的： 探讨儿童期虐待经历和依恋与青少年 B 群人格障碍倾向的关系模型。 方法： 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

（CTQ）、成人依恋问卷（AAQ3.1）和人格诊断问卷（PDQ）B 群人格分量表对 350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。 结果：相关分析表

明除情感忽略与表演型、自恋型，躯体忽略与表演型，情感忽略与父亲依恋无显著相关，其余各因子、各变量间都有

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。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，儿童期虐待和依恋对 B 群人格障碍倾向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，儿

童期虐待除直接影响 B 群人格障碍倾向外，还通过依恋间接影响 B 群人格障碍倾向。 结论：儿童期虐待和不安全依

恋对 B 群人格障碍的形成有重要影响。 不安全依恋在儿童虐待对 B 群人格障碍倾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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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Abstract】 Objective: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abuse,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’s cluster -B
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. Methods: 350 adolesc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
(CTQ), Adul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 (AAQ3.1) and the subscales of cluster-B of personality diagnose questionnaire
(PDQ). Results: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, except Emotional Neglect with Histrionic and Narcissis-
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Father Attachment, all of the rest factors of CTQ and AAQ and cluster-B were significantly
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. The results of SEM indicated that CTQ and AAQ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cluster-B
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. The childhood abuse not only directly predict cluster-B 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,but
also indirectly predict cluster-B through attachment. Conclusion: The childhood trauma and attachment have important
influence on cluster-B 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. The insecure attachment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-
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cluster-B 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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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（DSM-
IV)依据行为表现的不同将人格障碍分成 3 个组群。
即 A 群人格 障碍 (Cluster-A)，包括偏 执型、分裂样

型和分裂型；B 群人格障碍 (Cluster-B)，包括反社会

型、边缘型、表演型和自恋型；C 群人格障碍 (Clus-
ter-C)，包括回避型、依赖型和强迫型。 据研究，B 群

人格障碍倾向在青少年中的检出率最高[1]。B 群人格

障碍被称为是戏剧性和情绪化的，以敌意、离群、反

社会、自恋、反复萦绕的痛苦情绪为特征，与当前青

少年出现的行为问题可能有更密切的关系 [2]，因此

研究青少年 B 群人格障碍倾向形成机制显得非常

重要。 儿童期受虐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典型而持久的

负性生活事件， 童年期不论遭受何种类型的虐待，
都容易出现各种类型的人格障碍 [3]。 成人依恋是指

成人对童年依 恋 经 验 的再现，它不仅是建立在童年

依恋经历的事实之上， 更是建立在成人目前对早期

依恋经历的评价之上。研究认为，B 群人格障碍与过

度关注型依恋相关[4]，不安全型依恋是青少年人格障

碍的高危因素和病理基础之一[5，6]。 成人依恋可以作

为中间变量影响早期创伤（如性虐待）对成年期精神

病理的作用， 与同辈和父母建立安全型依恋可以减

少性虐待的消极作用 [7]。 国内虽有研究探讨儿童虐

待、依恋与人格障碍的关系，但少见针对 B 群人格

障碍研究。 本研究试图探讨儿童期虐待和成人依恋

与 B 群人格障碍倾向的关系模型。

1 对象与方法

1.1 研究对象

在长沙市工读学校和一所中职学校共发放问卷

400 份，获得有效问卷 350 份，其中男 136 人，女 214
人。 年龄为 17.05±2.12 岁。 工读学校男 58 人，女 9
人，平均年龄 14.2±1.27 岁；普通中职学校男 78 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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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205 人，平均年龄 17.77±1.76 岁。B 群人格包括反

社会型、边缘型、表演型和自恋型，国内研究者建议

划界分为 5-6 分，只要符合 B 群人格当中一种人格

障碍倾向就将其归为B 群人格障碍[8]。 本研究中 B 群

人格障碍倾向者共有 154 人，男 72 人，女 79 人，性

别缺失 3 人。 年龄16.43±2.11 岁。
1.2 研究工具

1.2.1 人 格 障 碍 诊 断 问 卷 （personality diagnostic
questionnaire-4，PDQ+4） [9] 包 含 107 个 项 目 ,12 个

分量表。 本研究选用反社会型、边缘型、表演型和自

恋型分量表，共 53 个项目。
1.2.2 儿童期虐待问卷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-
naire，CTQ） 共 28 个条目， 分为情感虐待（Emo-
tional Abuse，EA）、躯体虐待(Physical Abuse，PA)、性

虐 待 (Sexual Abuse)、情 感 忽 略 （Emotional Neglect，
EN)和躯体忽略(Physical Neglect，PN）5 个维度[10]。
1.2.3 成人依恋问卷（AAQ3.1）[11] 包括 13 个因子：

F1 母亲缺失、F2 父亲缺失、F3 母亲拒绝、F4 父亲拒

绝、F5 母亲角色倒置、F6 父亲角色倒置、F7 母亲消

极纠缠、F8 父亲消极纠缠、F9 对母亲愤 怒、F10 对

父亲愤怒、F11 对母亲理想化、F12 对父亲理想化、
F13 对父母影响的消极评价。 本研究将关于母亲的

因子结合为母亲依恋， 关于父亲的因子结合为父亲

依恋。最终形成新的三个分数：母亲依恋、父亲依恋、
消极评价。
1.3 统计分析

采用 SPSS11.5 和 Amos7.0 进行 统计分析和 结

构方程模型分析。

2 结 果

2.1 虐待、依恋与 B 群人格障碍倾向的相关

附表显示除情感忽略与表演型、自恋型，躯体忽

略与表演型，情感忽略与父亲依恋无显著相关，其余

各因子、各变量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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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儿童虐待和成人依恋与 B 群人格障碍倾向的

结构方程分析

使用 AMOS7.0 构建儿童期虐待、成人依恋和 B
群人格障碍倾向的关系模型。经过模型拟合和修正，
得到如下各项拟合指标：χ2=90.060，CMINDF=1.916，
GFI=0.952，CFI=0.938，RMSEA=0.056， 表明建构的

模型能够较好的拟合观测数据。 标准化路径图如下。

附图 儿童虐待和成人依恋影响 B 群人格障碍的关系模型

3 讨 论

本研究显示，儿童期虐待、依恋和 B 群人格障

碍倾向之间彼此显著正相关，童年的创伤经历（具体

的说，本研究中即来自父母的虐待）造成青少年对父

母的不信任感和消极评价，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心态；
而创伤经历和不安全依恋又都与较高的 B 群人格

障碍倾向相关联。 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[5，6，12]。
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模型显示， 儿童期虐待对 B

群人格障碍倾向有直接正向预测作用， 表明作为一

种持久的负性生活事件， 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受虐者

的人格成长具有独立的消极影响。同时，成人依恋也

对 B 群人格障 碍 有 正 向 预 测 作用。 根据 Bartholo-
mew[13]的依恋理论，个体的早期依恋经验会逐渐转化

为指导个体情感和行为的内部加工模型， 包括自我

模型和他人模型， 前者主要是个体感到自己是否有

价值，是否值得他人关心爱护，他人模型则是指个体

是否认为他人是可靠的，值得信任和依赖的。研究认

为，边缘型人格障碍以情感不稳、紧张的人际关系、

附表 B 群人格障碍倾向、儿童期虐待、成人依恋的相关矩阵

注：*P<0.05，**P<0.01；母亲依恋=(F1+F3+F5+F7+F9+F11)/6 表示母亲维度的依恋；父亲依恋=(F2+F4+F6+F8+F10+F12)/6 表示父亲维度的依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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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稳定的自我感为特征，其与父母的关系有问题，
或者与成人的亲密关系是矛盾或冷漠的， 这种不安

全依恋是边缘人格障碍的成因之一[14]。 本研究还发

现儿童期虐待除对 B 群人格有直接作用外还通过

依恋对 B 群人格有间接作用，依恋在两者的关系之

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。 安全依恋在童年期创伤的心

理病理学机制中有保护作用, 有过虐待经历的人,如
果成年时心理创伤得到解决， 有良好的亲子和同辈

亲密关系, 其心理创伤症状将减少且面对挑战性环

境的压力感也下降； 而如果受虐经历导致了不安全

依恋，形成消极的自我模型，更会加重不良环境因素

对心理病理学的危害[7，15]。 这表明依恋作为早期经验

内化而形成的内部加工模型， 对青少年的自我认知

和人际关系认知产生重要影响， 如果早期创伤经历

使青少年形成了不安全依恋， 那么很有可能在青少

年发展成 B 群人格障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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